
人生是条朝圣路，我们应该抱着圣徒一样的信念，虔敬地活着。生而为人，最大的悲哀，是迷茫地走在路上，

苟安于当下，不知道明天的方向。人在任何时候醒悟都不晚，当然越早越好。

人生是条朝圣路
◎李季

繁华落尽
见真淳

◎高中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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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歌子。文静 摄

王鼎钧先生是公认的文学大
师，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其作品独树一帜，呈现出大历史
的深度、厚度和广度。王先生如今
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止，前
几年读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那是一部史诗，而这本《王鼎钧作
品精选》，却有一种繁华落尽见真
淳的感觉，让人痴迷不已。

王鼎钧的作品始终与追忆有
缘。这是远走他乡的游子的回忆，
这是对世事沧桑感慨万千的智者的
回忆，这是一个忏悔者的回忆，这
是一个老兵对战争的回忆。无论是
插柳学诗的童年记忆，还是流亡学
习诸多细节的补记；无论是对踏上
台湾岛的第一篇投稿，还是到完成
在文学江湖上的一番厮杀，那个怒
目少年，依然在望着昨天的云追忆
过往。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追忆是
最好的心灵抚慰剂。丰富的回忆文
章，让我们一同随王鼎钧追逐他的
跌宕人生，感受一个时代，一方风
情，一处文化，一个城市。

王鼎钧的作品彰显了对天下苍
生生存状态的隐忧。《那树》是他表
达这一忧虑的印证。一棵经历过台
风的重创而巍然不倒的树，人们对
其膜拜不已。杀掉这棵老树所得到
的效益，是否真的大于人们所失去
的呢？王鼎钧用寓言式的笔法向人
类发问，向读者发问。这种寓言式
的笔法还出现在《胜利的代价》里，
王鼎钧讲述了一个家族为了香火永
盛，在腊月二十九去祖坟里捕杀夜
猫子的故事。夜猫子去除了，而这
个家族的子孙都断掉了食指。得与
失的对比跃然于纸上，是否等价无
须作家多说。作家用这种方式提醒
人们，破坏大自然必定要付出惨痛
的代价。

王鼎钧以丰富的阅历、深沉的
情怀，抒写心灵感悟，咀嚼人生经
验。《最美和最丑》中，娘娘自从逃
离皇宫，只是终日静坐，无思亦无
求，像个标本，慢慢的被等待风干。
她变卖残余的首饰，支持最少的生
存需求。而那个白发的老奴，找到
了娘娘就如同找回了自己的命运。
他终日去娘娘脚前伺候。他为娘娘
每次变卖首饰而悲号。这种伤心远
远胜于他对展示自己残体维生的
境遇的担忧。王鼎钧看来，娘娘和
老奴之间已经是一种互生关系，
老奴延续了娘娘微弱的生命，娘
娘支撑了老奴生存的意念。这最
美的和最丑的在人们眼中都很可
怜，他们屈服于无形的命运，终归
于历史的尘埃。

王鼎钧穷毕生之力“写出全人
类的问题”，打通了古典与现代、中
国与西方、散文与小说的壁垒。他
的《哭屋》，借一个旧式读书人追
求、失败、悬梁自尽的悲剧故事，抒
发一种亘古的寂寞之情。与鲁迅
《呐喊》《彷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
与心路历程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
与鲁迅从社会角度分析不同，它着
笔于读书人“立人”、“立志”与“立
名”的内在情感书写。从主人公的

“哭声”到“我”的共鸣，从传说到现
实，“哭声”贯穿始终，寂寞之情渗
透全文，超越时代，这是继鲁迅的
寂寞悲凉之后，对读书人寂寞情结
的另一种书写。

王鼎钧的作品风格圆润，境界
圆融，浑然天成而不造作。他在《有
一种艺术家》中，论证了何为真正
的艺术家，显然给了当下那些自封
为艺术家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他
说：“在艺术上完全成功了的崔宁，
在现实生活中彻底失败，他的太太
不忍要儿子认他。她爱她，敬他，了
解他，但是，她禁止儿子放下书本
去玩泥塑，不要儿子学他像他。西
谚说，人人向道德鞠躬，然后走开。
普通人对这种艺术家的态度亦复如
此。不知道你会不会为这样的崔宁
流涕，我会。”不知道你会不会为这
样的英雄流泪？

王鼎钧现已 95 高龄，清瘦而硬
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
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舒
适优雅之感。他一生受两个人影响
最大，幼年受沈从文作品影响，立
志写作；后来受夏丏尊影响，立志
帮助文学青年。读王鼎钧的文字，
有时你感觉是在和一位智者说话，
有时又感觉在和一位邻居聊天。他
或靠新鲜故事逗你，或用你想不到
的妙句征服你，或用浅显的道理说
服你。在浮躁气氛漫延的今天，王
鼎钧先生的文字无疑给我们带来了
深刻的启迪。

《一个人的朝圣》是英国资深剧
作家蕾秋·乔伊斯的第一部小说，一
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入围2012
年布克文学奖、2013年欧洲首席畅
销小说，目前已畅销四十多个国家。
小说的主人公哈罗德·弗莱 ，65岁，
在酿酒厂干了四十年销售代表后默
默退休，跟隔阂很深的妻子住在乡
间，生活平静，夫妻疏离，日复一日。
一天早晨，他收到一封信，来自二十
年未见的老友奎妮。她患了癌症，写
信告别。震惊、悲痛之下，哈罗德写了
回信，在寄出的路上，他由奎妮想到
了自己的人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邮
筒，越走越远，最后，他从英国最西南
一路走到了最东北，横跨整个英格
兰。87天，627英里，只凭一个信念：
只要他走，老友就会活下去！

这是哈罗德千里跋涉的故事，这

是一场对自我的挑战。哈德罗平凡而
又平凡，原本是个没有存在感的人，
他的人生好像已经定型，看不到什么
起色了。如果没有收到奎妮的信，没
有这一场徒步旅行，他的人生就此默
默地走向终点了。是加油站女孩让他
有了徒步旅行的决心和想法，她说：
去接受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去争
取，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他拖着65岁的身躯，毅然决然地行
走在广袤的大地上，虽然每一步都颤
颤巍巍那么艰难，他还是要努力迈步
向前，哪怕体力不支、身体不适，哪怕
脚上起泡、双腿红肿，哪怕受到别人
的嘲笑，只要心中还有一份信念和希
望，就不愿意放弃，执着的往前走。最
终，他克服了自己的脆弱和身体的限
制，走到了既定的目的地。

哈罗德在旅程中收获更多的是

自我成长，这是一条重拾信念之路，
也是一条认识自我之路。他在路上回
忆起许多往事，关于母亲，关于妻子
莫琳，关于已故的儿子戴维，他逐步
反思，认识到自己不擅长与亲人沟
通、生性懦弱、进取心不强等等缺点，
并决定改变自己，去追求最后的幸
福。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会看到许多
久违的词语：信仰、忠诚、改变、勇气、
救赎、希望和幸福。

哈德罗徒步远行的行为看似鲁
莽，却散发着不可小视的人性光芒。
他在踏上旅程之前，没有想过自己的
生活还能改变，也没有想过自己的行
为会影响他人改变。然而，任何一个
人积极向上的人都自带光环，他的行
为感召了妻子莫琳、路遇的人，有些
人甚至成了他的跟随者。这些跟随
者，有的是为了逃避现实，有的是为

了重拾自我，有的是为了重建信心。
这些人也纷纷加入到拯救奎妮的行
动中，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有过怎样
痛心的往事，他们都是一群希望重建
生活、重拾幸福的人。哈德罗无意中
成了那个高举希望之灯的人，引领着
众多跟随者、也引领着无数读者，走
在朝圣的路上。

人生是条朝圣路，我们应该抱着
圣徒一样的信念，虔敬地活着。生而
为人，最大的悲哀，是迷茫地走在路
上，苟安于当下，不知道明天的方向。
人在任何时候醒悟都不晚，当然越早
越好。周国平说：“世上有多少个朝圣
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
的路都是每一个朝圣者自己走出来
的，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愿我
们都走在自己的朝圣之路上，向着心
中的亮地，坚定地前行。

品味古意盎然的中华之美
◎刘昌宇

《沈从文讲中式美学》系现代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研究中国美学
时的典藏之作。涵盖中国古衣、古
物、古器、古艺的研究，满含着沈从
文对古老文化的思索和热爱。简静
的文字，精美的照片，典雅的名画，
在相得益彰中，透过历史的尘埃，
散发着古色古香的迷人风采。

全书分门别类，将沈从文眼中
的中式之美，分为衣之美、闲之美、
礼之美、雅之美、日常之美、工艺之
美、匠心之美等类别，以条分缕析
的方式，一一娓娓道来。打开书卷，
那些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五千年
历史和文化当中的风物之美、人情
之美，顷刻间跃入我们的眼帘。

本书囊括了沈从文在书画、玉
石、古镜、古瓷、服饰、车马等领域
的系列考证。沈从文对这些中式美
学的探求，既深入历史，又渗入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他研究的人物，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
他们的衣食住行中去发现众多的
遗存之美。读者通过文字、古画、照
片，不但可以窥见人们生活图境的
演变，领略我们的民族智慧，还可
以观照出整个时代的风云变迁。比
如，经过苦心孤诣的研究，沈从文
发现唐朝大画家阎立本，在潜心做
画之余，其实还是位创意无限的高
级服装设计师。历朝历代的皇帝
们，对新式服饰的渴望，并不像人
们想象的那般强烈，相反，普遍都
喜欢复古装。此外，通过对古瓷古
陶的研究，沈从文还得出了两个
重要结论，中国陶瓷之所以能在
世界陶瓷业中居领导地位，一是
得益于细密而具体的分工合作生
产方式，二是聪敏伟大的陶瓷工

人，非常尊重传统的优良技术和
切实有用的经验。

书中，沈从文不单单聚焦于一
人一事、一器一物的追溯与考证，
还能推物及人，在举一反三中，推
演出当时社会的历史风貌和民俗
民情，并借此回答一些读者的普遍

关切。比如，历史上妲己的真正装
扮是什么样的？手上戴金银环是代
表身怀有孕吗……？在答疑解惑之
余，沈从文亦饶有兴趣地以“年代
秀”的方式，发布了历代流行款和流
行色，将美的概念汇入滚滚的时代
潮流里。颇具新意的治学方式，无疑

加深了我们对中式美学的认知。
沈从文对中式美学的孜孜以

求，体现出他悠长的人文之思。他
透过斑驳的历史镜像，面对一件件
凝固的古老物件，油然生发出“器
物之上，常见匠人之心，常怀生活
高意。”的感叹。书中，他告诫我们，
越是古老的，就越是美好的。飘逸
的书画、古朴的铜器，温润的玉器，
晶莹的瓷器，华美的漆器，潇洒的
服饰，奢华的车马，它们看似静默
在时光的深处，但却以独特的灵
气，皆散发着一股柔情，让人亲近，
又使人平静。他说：“每一件古物，
都是生命的延续，不仅连接了生
死，也融洽了人生；每一件古物，
都是时间的沉淀，承载着中华五
千年的匠心、气度和灵性。”毫无
疑问，这些器件里所传递出的风
物之醇、民俗之美、至今仍值得我
们沉下心来细细品味，去感受它
的博大魅力。

“如何从民族遗产学习，不断
改进生产的技术，又勇于做种种新
的试验，方能在历史发展每一段落
中，都取得非常光辉的新成就。”书
中，沈从文的这种提醒尤显珍贵，
为我们在追寻美、发现美、传承美
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多富有民族气
质和精神的中式之美，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行动指南。

《沈从文讲中式美学》宛如一
扇别致的人文之窗，透过它小小的
投射，我们已然清晰地看到，那些
古老沧桑的千年器物和它们身上
所洋溢出的敦厚良善的民风民俗，
在璀璨的民族之光的照耀下，于历
久弥新中，正迸发出越来越耀眼的
光芒……

独舞。文静 摄


